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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千秋伟业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恰是百年风华。。20212021年正值伟大的中年正值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披荆斩棘百年披荆斩棘，，百年奋力开拓百年奋力开拓，，百百

年砥砺前行年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

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惟有奋斗能留下深深的印惟有奋斗能留下深深的印

记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强劲东风催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劲东风催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

项事业项事业，，19881988年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年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

进程中应运而生进程中应运而生，，力促我国编码事业尽快走上规范化力促我国编码事业尽快走上规范化、、标标

准化准化、、科学化道路科学化道路，，与世界接轨与世界接轨。。随后随后，，我国的编码事业乘我国的编码事业乘

改革开放之东风改革开放之东风，，快速发展壮大快速发展壮大，，历经保出口历经保出口、、促流通促流通、、信信

息化息化、、数字化数字化3030余年的阔步发展余年的阔步发展，，助力政府助力政府““智慧监管智慧监管”，”，为为

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服务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百年奋斗百年奋斗，，初心弥坚初心弥坚。。我刊特别策划推出我刊特别策划推出““建党百年建党百年

话条码话条码””专题专题，，回眸昨日回眸昨日，，成就辉煌成就辉煌；；展望明天展望明天，，站在站在““两个两个

一百年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抓机遇抓机遇，，应挑战应挑战，，开创编开创编

码事业新征程码事业新征程。。

本刊编辑部

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建党百年话条码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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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

大幕。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商品在外贸出口敲

开国际市场大门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技

术壁垒——商品条码。

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出口遇障碍

1986年，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经销的罐头在原

联邦德国销售时，产品上因没有印刷商品条码而无法

进入超市销售。外商要求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其

罐头上印刷条码，但当时我国尚未加入国际物品编码

协会，还没有把国际标准条码技术引入中国。为了顺

利出口，该公司不得不向德国编码组织支付3.8万马克

的一次性费用，用以申请注册联邦德国的商品条码。

像这样的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个例。当

时，我国许多商品因为没有条码而不能出口，或者被外

商以需要贴条码或重新包装为由，肆意压低价格。但

当时我国尚未有一个组织或标准对接国际物品编码协

会，国内也没有任何有关商品条码的标准，出口企业非

常被动，只能被外商“牵着鼻子走”，没有国际通用的条

码可循成为我国开展国际贸易的壁垒。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应运而生

就在“出口罐头事件”发生之前，已有一些从事信

息分类编码工作的科研人员敏锐地发觉到，条码技术

将对零售业的发展起到革命性的重大影响。他们从课

题研究开始，进行了艰难探索，也自此开创了我国条码

标准化事业发展的先河。

与此同时，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

心）的筹建也在稳步有序地推进中，1988年，在原国家

标准局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的积极推动下，当时的国

家技术监督局会同国家科委、外交部和财政部向国务

院提交了一份具有深远影响的请示报告——《申请加

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的请示》），成立编码中心

是该《请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事实上，争取这几个部委同意提交该请示报告的

过程非常不容易。当时，一没有专门机构，二没有专项

经费，开拓者们凭借一腔热情和对条码未来无限潜力

的信任，骑着自行车辗转于各部委之间，多次协调。

1988年 12月，经国务院批准，作为我国统一组织、协

调、管理全国商品条码、物品编码专门机构的编码中心

正式挂牌成立。

商品条码相关国家标准颁布

编码中心成立之后，非常重视商品条码相关标准

的研究和制定。1991年，我国首批五项条码国家标准

发布实施。其中《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

示》是商品条码系列标准中最为核心的标准之一，经历

了数次修订，它规定了零售商品的编码、条码表示、条

码的技术要求和质量判定规则。对“商品条码”“零售

商品代码”“前缀码”等与零售商品息息相关的术语做

特别策划

九层之台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起于累土
——商品条码系列标准助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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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准确的定义。有了商品条码的系列国家标准，企业

在使用商品条码时就有了遵循的依据，也开启了商品

进入供应链的闸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

条码应用遍地开花

时至今日，条码在供应链各环节、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商场超市里，琳琅满

目的商品上都印制着 13位商品条码，消费者只需拿起

商品走到收银台或自助结算机，就可以快速购买自己

需要的商品，如图1所示（见下页）。

在物流领域，SSCC（系列货运包装箱代码）标识条

码已被广泛采用，与智慧供应链信息系统、自动分拣

系统配合应用，为助力物流“全链”可视化奠定了基

础；在电子商务领域，商品条码作为电商平台中商品

的唯一身份标识来保持交易主体的一致性，从而快速

提高效率，真正实现无纸化贸易，消费者也可以通过

微信、淘宝、京东等手机APP扫描商品条码获取商品

信息，如图2所示。

在食品行业，尤其是有追溯需求的海鲜、肉类、果

蔬、乳制品等，在医疗卫生行业，尤其是有追溯需求的

医疗器械等，处处可见使用GS1-128条码或二维码标

识的追溯码，如图 3所示；在汽摩、服装、建材等众多行

业，商品条码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对内打通供应链，对外促进进出口贸易

1990年，国内仅有 57家企业加入商品条码系统，

而到 2020年，系统成员保有量达到 44.5万家，商品条

码在众多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条码系统成员数量稳

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进出口总额也呈快速增长态

势，为国民经济的繁荣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从 1978年至 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 355亿元

提升至 27.8万亿元，贸易规模扩大 782倍，年均增速达

18.6%。其中，出口总额从 168亿元提高到 15.3万亿

元，增长 914倍，年均增速为 19.1%。而商品条码则在

出口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正

确引导，没有商品条码系列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没有编

码中心的大力推动，诸如“出口罐头事件”将大大影响

我国商品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也将影响后期零售业

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

编码中心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重视标准的基

础支撑作用，充分发挥商品条码“产品身份证”和“国际

通行证”的优势，深入推进商品条码在社会各个领域的

应用，为建党100周年献上条码标准事业的精彩答卷。

（信息来源：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站）

图1 消费者通过自助结算机扫描商品条码结账

图 2 消费者用手机APP扫描商品条码获取
商品信息

图 3 二维码在医疗器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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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技术的进步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宣告了移动互

联时代的到来。作为信息载体的二维码仿佛是门铃，

帮助人类敲开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大门。二维码应用广

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健康二维码、公交二维码、

支付二维码、名片二维码、电视二维码，等等。毫不夸

张地说，没有二维码就没有现代生活。那么，二维码都

有哪些？微信和支付宝等应用的二维码是国外的二维

码吗？中国是否有自己的二维码？什么时候能用上中

国人自己的二维码？

二维码在我国的起步

条码是一种重要的普遍使用的数据采集技术。以

商品条码为代表的一维条码改变了商业零售模式，变

革了商业流通模式。一维条码承载信息有限，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欧美率先发明了二维码。常用一维条

码、二维码，如图1所示。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作为我国

条码技术研究的专门机构，在 90年代，先后将美国的

PDF417转化为国家标准GB/T 17172-1997《四一七条

码》，将日本的 QR码转化为国家标准 GB/T 18284-
2000《快速响应矩阵码》，这为我国二维码技术开发提

供了可参考的标准。但是，随着国外二维码码制在我

国应用的扩展，汉字信息表示效率不高、专利和技术等

问题暴露出来，我国政府部门、国防和军队、公安机关

等对国外码制和技术有所顾虑，倾向于使用自主知识

产权的码制。为了满足我国需求，促进我国二维码及

其相关产业的发展，突破技术壁垒，我国开始研制自己

的二维码。

汉信码的研发与标准化

2003年起，在科技部、原国家质检总局支持下，编

码中心牵头研制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码。经过两年刻

苦钻研和顽强攻关，2005年汉信码研发成功。汉信码

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倪光南院士、何德全院士的认可。

自强不息 在实干中砥砺前行
——汉信码的自主研发与标准化之路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董晓文

图1 常用一维条码和二维码码制

Data Matrix码PDF417码 QR码商品条码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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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信码符号和码图结构，如图2、图3所示。

汉信码是我国第一个有国家标准并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二维码。汉信码的汉字信息表示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在信息编码效率、符号信息密度与容量等方面达

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相同模块大小的前提下，汉

信码面积仅为QR码的74%，如图4所示。

2007年国家标准 GB/T 21049-2007《汉信码》发

布，2008年实施，获得了 2008年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0年度中国标准创新贡献

奖二等奖等奖项。编码人敏锐地意识到二维码将会在

移动应用领域大展拳脚，前瞻性地对汉信码技术进行

升级优化，并取得创新突破。2013年，编码中心开展

《汉信码》国家标准修订，目前修订工作已完成。

2008年起，编码中心启动了汉信码国际标准化工

作。2011年，汉信码成为国际权威行业标准国际自动

识别与移动技术协会（AIM Global）的码制标准。汉信

码AIM标准的技术内容与 2007版国家标准保持完全

一致。目前，汉信码 ISO国际标准已开始最终国际标

准草案（FDIS）投票，为正式发布做冲刺。汉信码 ISO
国际标准增加了Unicode模式、URI模式和GS1模式，

填补了国际二维码码制标准的空白。

汉信码的应用与影响

编码中心拥有汉信码 6项发明专利，承诺向社会

免费授权使用，为我国二维码技术与应用提供了自主

创新平台，对促进产业发展意义重大。汉信码已实现

在医疗、产品追溯、特殊物资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领域信息化，促进了二维码及其相

关产业健康发展。

在北京等地，汉信码用于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是

汉信码技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应用，如图 5所示。

从 2008年开始，北京妇幼保健院采用汉信码进行新生

儿疾病筛查信息化管理，使用汉信码采血卡，完成新生

儿信息采集和信息传递，之前录入一张卡片信息需要

5分钟，现在只要 1秒钟即可完成，并且信息的准确率

达到 100%。汉信码的使用避免了手工录入和重复录

入错误，极大提高了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的效率，节省

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和社会成本。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

图2 版本24的汉信码符号示例

图3 版本24的汉信码符号结构示意

图4 汉信码与QR码编码对比

图5 汉信码在新生儿疾病筛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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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系统的应用已经覆盖全市行政区内所有设立产科的

医院以及各个区县的妇幼保健院所。

在福建省，汉信码已在 10万部电梯上完成标志部

署，用户通过扫描汉信码，可以获得电梯的基本信息，

完成一键报修等多种功能，如图6所示。

与此同时，汉信码的移动识读技术支持也正在逐

步强化，编码中心研发的免费汉信码PC端生成软件和

汉信码识读软件已经在各大软件市场上市，“中国编

码”等多款软件中都集成了汉信码识读功能，推动了汉

信码的大众应用，如图7所示。

俗话说，人有不如自己有，人会不如自己会。汉信

码是编码人筚路蓝缕、手胼足胝、潜心耕耘的硕果，打

破国外二维码技术壁垒，攻克二维码码制领域“卡脖

子”难题。汉信码的国际标准化向世界输出了中国智

慧，提供了中国解决方案，增强了中国在二维码及其相

关领域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汉信码成功研发

与标准化标志着编码中心已经从二维码技术的跟随者

成为引领者。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庆祝建党

100周年之际，编码人将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

“老黄牛”精神，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以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实际行动，脚踏实地做

永不停歇的奋斗者。

图7“中国编码”APP

图6 汉信码在电梯上的应用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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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一次次书写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一百年峥嵘岁

月，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

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编

码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席卷全球，如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探索物联网新领域

2009年，温家宝总理提出“感知中国”的理念，将

物联网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2015年，李

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物联网等与

现代制造业结合；2020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将

物联网提到国家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地位，2021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

数字经济新优势”！

物联网是利用自动识别技术中的条码、射频识别、

传感器等信息采集获取方式，按约定的协议，实现人与

人、人与物、物与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连接、信息

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

理的一种网络系统。物联网的发展中，标识至关重要。

物联网发展之初，没有统一标识成为各行业物联网建

设的瓶颈，国内管理及应用部门、企业等亟需我国自主

创新且广泛兼容的物联网统一标识。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新征程的号角！中国物品编

码中心（以下简称编码中心）作为我国从事物品编码及

标识管理技术研究的专门机构，在标识技术领域有着

深耕多年的优势，早在 2004年就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物

联网专著，如图 1所示，把物联网概念引入中国，2002-
2004年多次举办国际物联网高层论坛，积极宣传物联

网技术。为推动我国物联网经济发展，编码中心主动

扛起了打造我国自主的开启数字经济时代的钥匙——

物联网标识的重担。

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

中国物联网标识标准

2005年至 2011年，编码中心研究人员在深入研究

国内外编码标识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以及应用需求，研制提出了我国自主创新的物联网

标识——Ecode。Ecode标识有四大特点：统一性、兼容

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它可以对各种物联网对象进行

Ecode物联网标识标准
——开启数字经济时代的钥匙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黄 艳 李健华

图1 由编码中心编写的物联网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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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兼容国内外已有编码；从编码层、标识层、网络资

源层等多个层面实现了对已有编码系统的无缝连接。

2012年到 2014年的两年时间里，编码中心牵头组

织了 8次Ecode标识体系方案研讨会，来自公安、交通、

林业、农业等多行业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

近百家单位超百人次专家参与了研讨。中国工程院的

邬贺铨院士等众多专家对Ecode标识体系给予了充分

肯定。

2015年 9月，GB/T 31866-2015《物联网标识体系

物品编码Ecode》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为我国首个物

联网标识国家标准，Ecode国家标准的诞生意味着我

国物联网标识技术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图 2所
示。至 2020年，我国已经发布Ecode物联网标识标准

13项，形成完备的技术体系，包括数据标识、中间件、

解析系统、安全机制、信息查询和发现服务、应用模式

等。自此，我国拥有了自己的 Ecode物联网标识国家

标准体系。

坚持自主可控，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Ecode标识标准体系自标准发布以来，便在服务

政府监管、产业数字化、民生保障等领域受到重视，广

泛应用于服装业、农产品、物流等行业，在追溯、防窜

货、防伪、定制化建造等方面发挥了作用。Ecode标识

作为物品在网络世界里的数字身份，截至2021年5月，

Ecode编码使用量超 800亿，服务近 5000家企业，并成

为工业互联网的主流标识之一。Ecode标准体系在众

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Ecode用于防伪追溯。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营企

业，会同编码中心，基于 Ecode系列标准，结合 RFID、
二维码和激光码等技术，成功研发葡萄酒全流程动态

产品追溯防伪系统，如图3所示。

Ecode用于市场营销。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采用Ecode实现一包一码，用于精准营销。

促销活动期间产品被扫描次数达 4亿次，扫描人数达

117万，帮助企业整合消费者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实

现智能化的生产制造新模式，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Ecode用于工业领域。迈迪云平台以 Ecode编码

体系作为其编码基础，建设工业品信息统一识别系统，

通过工业辅料上的一物一码，帮助企业实现产品追溯

和防伪，管控产品台账和售后信息，采集用户使用信息

和改进意见，以极低成本实现物联网的应用价值。

物联网作为突破口，将带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

等各产业、各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物

联网标识Ecode也将进一步助力我国生产方式的智能

化变革，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地发展！

图2 我国首个物联网标识国家标准——

《物联网标识体系 物品编码Ecode》

图3 Ecode应用于防伪追溯

特别策划

10














	2021-4-1第四期封面
	2021-4-2封二-编码中心30周年
	p1条码协会
	p2食品安全平台
	p3汉信码
	p4条码微站
	2021年总第164期第4期条码（P1-10）
	p5医疗
	p6编码中心
	p72021征订广告副本
	p8征订单广告（无年份)
	2021-4-3封三-2021杂志广告
	2021-4-4封底-中国编码

